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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樊霞）记者9月 13
日从省财政厅获悉，河南省政府采购
合同融资平台近日正式上线，实现了
政府采购信息共享，打通了银企融资
通道。

据了解，自 2017年以来，省财政
创新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模式，助力解
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目前已有中
国银行、浦发银行等 13家银行参与
其中，累计为 370余家小微企业授信
11.23 亿元，为 190 多家小微企业实
际发放贷款6.21亿元。

为进一步推广运用政府采购合
同融资，省财政积极探索“制度+技
术”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

“政银企”平台即河南省政府采购合
同融资平台。平台成功上线，对于提
升融资效率、完善服务功能、防范金

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该平台开辟了合同融资直

通渠道。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新设
小微企业融资专栏，既方便金融机构
在线随时查询中标供应商合同签订
情况，筛选合适的融资对象，也方便
小微企业在线直接向意向金融机构
提交融资申请，并跟踪查询融资进
度。平台增加了融资监测功能，可实
时跟踪反馈合同融资情况。融资平
台与采购计划备案、合同备案、资金
支付系统相互贯通，形成政府采购合
同资金闭环管理。

此外，平台可对各金融机构融资
信息、融资区域以及各区域融资情况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为有关机构分析
融资市场发展趋势、优化财政支持政
策提供信息支撑。③4

本报讯 9 月 13 日，中国老区建
设促进会在确山县举行仪式，授予
我省的竹沟革命纪念馆等 5 个红色
纪念场馆“弘扬老区精神 传承红色
基因示范基地”称号。这 5 个场馆
是：位于新县的鄂豫皖苏区首府革
命博物馆、确山的竹沟革命纪念馆、
郏县的中共豫西抗日根据地曹沟旧
址、登封的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
纪念馆、永城的淮海战役陈官庄纪
念馆。

中国老促会会长王健指出，红
色场馆、革命文物凝结着我们党、人
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光荣历
史，是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
的深厚滋养，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

民 不 忘 初 心、继 续 前 进 的 力 量 源
泉。我们要永远牢记革命先烈的不
朽业绩，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
永续。

省老促会会长刘春良说，红色纪
念场馆是弘扬老区精神、传承红色基
因的宝贵财富，是开展党性教育、爱
国主义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基地。全省各级老促会要
积极协助党委政府，促进红色纪念场
馆的建设和管理，积极挖掘红色资
源，传承红色文化。

中国老促会副会长曾广超、省老
促会副会长张程锋、省军区原司令员
卢长健等出席授牌仪式。③3

（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原先是
蔬菜大棚，后来被承包户装修成用
于休闲的会所，变成了“大棚房”，现
在这 11座“大棚房”被拆除，土地得
到复垦，青菜苗、芥菜苗露出片片绿
意。这是记者 9月 12日在郑州市惠
济区花园口镇幸福农庄看到的情
景。

根据国家政策，蔬菜大棚可以
配建简易看护房，用于存放农具和
人员临时休息。一些人借此机会，
钻政策空子，有的将简易看护房扩
大成两间、三间用于居住，有的将大
棚直接建成住房。更有甚者，将大
棚建成了农家乐、农家宾馆。经深
入摸排，全省共发现“大棚房”91处
2320 个，占地面积 1068.16 亩，建筑
面积 182282.49 平方米。对此，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对“大棚房”治
理作出部署，对各类农业园区内以

居住生活为主要目的违规建设的看
护房、以农业大棚为掩护的农家院，
特别是打着大棚种植旗号明显进行
住宅、餐饮等商业开发的“大棚房”，
要求一律拆除复耕；严厉查处以设
施农业为名违规建设的各类生态
园、观光园、庄园、酒庄、农家乐等项
目。

省国土资源厅有关负责人说，以
设施农业项目或农业结构调整为名，
违规配建或变相建设的“大棚房”，变
相侵占耕地，与合法合规建设的“农
业大棚”有本质区别。目前全省已拆
除“大棚房”210个、建筑面积 23900
多平方米。

郑州市发现“大棚房”36处 2016
个，是全省“大棚房”最多的直辖市。
日前，该市已全面开展为期 3个月整
改，确保“大棚房”问题和农地非农化
乱象全部清理整治到位。③9

本报讯（记者 王平）9 月 13日，
记者从省卫计委获悉，为进一步推进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降低县域内患者
外转率，省卫计委近日下发《河南省
县级医疗机构分级诊疗基本病种目
录（试行）》（以下简称《目录》），引导
县级医疗机构提升诊疗服务能力，推
广适宜医疗技术，推动分级诊疗制度
有效落地。

县级医疗机构是农村三级医疗
卫生服务网络的龙头，不仅承担着县
域内居民常见病、多发病诊治以及急
危重症病人救治的任务，也是分级诊
疗制度建设体系中的关键一环。《目
录》共包括A类100个病种和B类 50
个病种，其中A类病种是基于国家卫
健委《县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本标
准》要求拟定,B类病种是基于《县医

院医疗服务能力推荐标准》要求拟
定。根据《目录》当中的A类病种，像
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颅脑损伤手
术、胃癌根治性大部切除及全切除术
等以往只能在省、市级医疗机构做治
疗的病种，县级医院今后也要掌握这
些病种的诊疗技能，达到相应的服务
能力。

根据部署，全省各地要对照《目
录》，通过研究、梳理、对比分析，找出
服务能力短板，尤其是县域外转率较
高的县（市），要切实制定能力提升规
划，加强投入和人才培养，强化内涵
建设，完善服务功能。

病种目录并非一成不变。省卫
计委要求，各地医疗机构可根据自身
诊疗条件和服务能力增加服务病种，
满足群众需求。③3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通讯员
王雪红 赵闪）9月 10日，记者在渑
池县看到，农村党员主动在自家大
门口醒目的位置悬挂“共产党员户”
标志牌，亮明身份。

坡头乡韶峰村的老党员王正
印，今年已经 86岁高龄，去年冬天
他特意把上级党组织给其颁发的

“50年党龄纪念章”戴在胸前，冒着
严寒到县委党校参加全县的万名
党员学习十九大精神专题培训活
动。“我已有 58年党龄，党的活动
我从来都不拉下。佩戴党徽仅仅
是亮出了个人的身份，在党员家门
口悬挂一个标志，是亮出党员家庭
的身份。”王正印对记者说。

据悉，渑池县开展“学党章、戴
党徽、亮身份、树形象”活动以来，
机关党员干部工作日期间佩戴党
徽，农村党员参加集体活动时佩戴

党徽，党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该
县 234名农村党支部书记中，近两
年来先后涌现出 40余名典型党支
部书记，初步形成了一个农村党支
部书记的“典型群体”。

如今，该县 8161 名农村党员
主动在家门口悬挂“共产党员户”
的牌子，把党员的身份“亮”了出
来，让党员齐争共创、奋力作为、争
做表率，进一步彰显党员的示范带
动作用。

“挂一牌、亮一人、明一户、动
一村、带一片”。通过党员户挂牌，
渑池县将党员个人行为与家庭成
员紧密联系在一起。“‘共产党员
户’的牌子一挂，心里就有一种沉
甸甸的责任感，不仅自我督促事事
带头，而且要求家庭成员都要起到
模范带头作用。”不召寨村党支部
书记史明朝说。③4

本报讯（记者 尚杰）在9月13日农
业农村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5
个100”活动的推选结果，我省多项入选。

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农民丰收节”的
社会影响力和参与度，农业农村部在日
前组织开展了“5个100”推选活动，即在
全国推选产生特色村庄、品牌农产品、乡
村特色美食、乡村文化活动、乡村旅游路
线各100个。

100个特色村庄中，我省新县泗店
乡计河村、清丰县双庙乡单拐村、长葛市
佛耳湖镇岗李村、孟津县朝阳镇卫坡村
入选；100个乡村特色美食中，我省的烩
面、胡辣汤、鲤鱼焙面入选；100个品牌
农产品中，我省的正阳花生、新乡小麦、
郑州黄河鲤鱼、南阳黄牛、信阳毛尖入
选；100个乡村文化活动中，我省西平县
宋集镇朱明村的迎丰收小满传统会、开
封市祥符区西姜寨乡的“千人盘鼓”庆丰
收活动、新郑市薛店镇的中华枣乡风情
游、孟津县会盟镇李庄村的洛阳会盟新
米节入选。截至记者发稿时，100个乡
村旅游路线暂未公布。

“这些项目入选，体现了上下联动、
五湖四海庆丰收的举办思路。”省农业厅
相关负责人介绍。③8

本报讯（记者 王平）9 月 12
日，宁陵县万亩梨园内硕果累累，
一派丰收景象。作为全国首届“中
国农民丰收节”入选活动之一的中
国·宁陵第十二届酥梨采摘节在这
里开幕。来自周边县市的游客与
当地梨农百姓相聚在梨园景区，欣
赏丰收景象，体验采摘欢乐。

本届采摘节为期一个月，以
“畅游梨花小镇 乐享醉美宁陵”为
主题，集休闲观光、采摘体验、文化
展示于一体。采摘节期间，还将举
办以生态休闲游为主的梨园徒步
行、梨园自驾游、首届酥梨电商节

等10项丰富多彩的文化经贸活动。
宁陵县是中国酥梨之乡，酥梨

种植面积 22万亩，年产酥梨 10亿
斤，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近年来，该县紧紧抓住建设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这一历史机遇，以
申报国家农业高新区为引领，以
梨为媒，以节会友，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和特色农业，建设生态宁陵、
美丽宁陵。自 2004 年以来，已连
续举办了 15 届梨花节和 11 届梨
果采摘节，擦亮了宁陵生态旅游
品牌，壮大了酥梨产业，惠及了梨
乡人民。③3

我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平台上线

中国老促会向我省
5个红色纪念场馆授牌

全省210个“大棚房”被拆除

我省为县级医院分级诊疗
病种目录定“标准”

“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邀你来
本报讯（记者 尚杰）新郑红枣文化节、

宁陵县酥梨采摘节、孟津县梨采摘节等日
前都拉开了序幕，为即将到来的首届农民
丰收节营造了浓厚的氛围。

9月12日，在宁陵县万亩梨园内，酥梨
采摘节正在举办。来自周边县市的众多游
客与当地群众相聚梨园，共同分享丰收的
喜悦。酥梨采摘节，宁陵县已经连续举办
了十二届，今年不同的是，该活动成功入选
全国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进
一步提升了档次。

记者从省农业厅了解到，我省首届“中
国农民丰收节”活动总体安排是“1+4+N”，
即1个主会场活动，4个分会场活动，同时举
办若干系列活动。主会场设在新郑市红枣
小镇，4个分会场活动是：原阳县“黄河鼓魂”
大型稻田鼓舞大赛，正阳县花生采摘节，灵
宝市苹果采摘节，柘城县辣椒采摘节。

除了主、分会场活动外，我省各地、各
部门也都组织了一系列丰富的活动。省文
明办、省文化厅等13个部门分别组织了非
遗展示、广场舞大赛、农民艺术展、农民篮
球节、乡村旅游等主题活动。除此之外，洛
阳市的庆丰收活动、荥阳市的河阴石榴文
化节、内黄县的红枣文化节、确山县的板栗
节也都极具看点。

“我省首届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将从
9月初持续到 9月底。”省农业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初步统计，省、市、县的庆祝活动有
百余项，以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密切相
关、农民参与度高、社会影响大的民俗表
演、农事体验等活动为主，活动原则上安排
在乡村举办。③8

全国“5个100”
看看我省哪些入选

新闻1+1

渑池农村党员“亮身份”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光影40年

图① 工人正在义煤集团新安煤矿井下标准化巷道内行走
（2018年9月10日摄）。

图② 1978 年，义马煤矿工人用传统的木柱固定采煤巷道
（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杨林涛

“有了这样一张告知单，村里的收入支
出情况、发展党员等信息我们都能及时了
解。”9月13日，在沁阳市西向镇捏掌村，村
民尚亮拿着一张单子说。

这张单子是《西向镇捏掌村党务、村
务告知单》。西向镇从今年 8月开始，组
织推动辖区 27个行政村的党务、村务和
财务信息公开，以告知单形式，逐户发放。

西向镇党委书记张鸿海介绍，公开信
息种类多达 13项，内容包括发展党员及
入党积极分子确定培养情况、村“两委”任
期内承诺的事项、年度工作进展情况、“四
议两公开”事项、村级财务收支情况、社会
救助情况等。

每期公开内容出来后，各村街“两委”干
部不仅公布于村务通报栏，还以告知单形式
向村民直接发放。对于常年外出务工的村
民，拉入各村街微信联络群，通过发送告知
书电子版予以告知，确保每个群众都享有应
有的政治权利。

“这种做法增加了群众对我们的信

任，也拉近了党群关系，现在我们开展工
作比以前容易多了。”西向镇西向三街村
村委会主任靳小四说。

村级集体资产管理经常是西向镇群
众矛盾纠纷产生的根源，作为河南省行政
改革试点镇（扩权镇），西向镇积极推进“三
资”规范化管理工作，借助入户发放告知单
的契机，把村级“三资”管理、村级重大事
项、各项惠农资金使用发放等情况及时向
社会公开，有效地化解了群众矛盾、宅基地
纠纷等。

为保证党务、村务公开工作落到实
处，打造“零距离”村级便民服务，西向镇
纪检书记郭清林表示，西向镇将按季度对
《党务、村务公开告知单》入户情况进行回
访督查，并对《党务、村务公开告知单》的
发放和群众反馈意见收集情况进行通报，
确保村务公开知晓率达100%。

除组织各村街主动向村民晒党务清
单、惠民政策清单、村务清单、财务清单外，
西向镇政府还创办了《西向工作》期刊，将
每周各村街亮点工作刊登出来，对工作亮
点多的村街，年终考核时将给予奖励。

“现在西向镇干部作风明显改善，彻底
改变了过去‘完任务’式的消极被动工作，
各村街‘两委’干部都积极作为，全镇干事
创业的氛围越来越浓。”张鸿海说。③8

党务村务公开“进家门”
基层亮点连连看

宁陵酥梨采摘节开幕

百里煤城 万里煤海

河南能源义马煤业公司始建于1958年，当时只是年产几万吨的小煤窑，
在历经六十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该企业所建煤矿囊括了直
井、斜井、平井、露天矿所有井型。义煤自 1989年成为千万吨特大型煤矿以
来，产量节节攀升，产能最高达 3000多万吨，采煤工艺从炮采逐步发展为分
层综采，实现采煤机械化，其下属企业分布河南、青海两省三市，号称“百里煤
城、千里矿区、万里煤海”。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本报通讯员 王斌 摄影报道

9月11日，宁陵县石桥镇林场，梨农正把酥梨装箱外运。⑨3 吕忠箱 摄

为增强城市居民的国防观念和
防空防灾意识，提升对人民防空警报
音响的识别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定于
2018年 9月 18日上午 10时 00分至
10时 31分在全省范围内组织人民防
空警报试鸣活动。

试鸣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
报、解除警报三种：预先警报鸣 36
秒、停24秒，重复3次为一个周期，试
鸣两个周期；空袭警报鸣 6 秒、停 6

秒，重复 15次为一个周期，试鸣两个
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放 3分钟，试
鸣一个周期。每种警报间隔 5分钟，
共31分钟。

望广大市民听到人民防空警报
后不要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
序。

特此公告。

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2018年9月 13日

关于组织“9·18”全省人民防空警报
试鸣活动的公告

胸前佩党徽 门前挂标牌

②②

①①

整治农地非农化乱象 坚守耕地“红线”


